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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廣義 --- 失落乃指失去對個人而言是重要或有價

值的人、事或物；可以是具體存在者，也可以是抽象

或象徵性的。人生充滿各式各樣的失落。父母離異、

失戀也算是一種失落。

(二) 狹義 --- 指的是重要他人的死亡。死亡是人生無

法逃避的課題。

1. 失落是指什麼？



2-1. 面對死亡或失去重要他人時，一般人
會有哪些反應？ (Worden, 2001/2004)

感覺(情緒) 悲哀、憤怒、挫折感、愧疚感、自責、焦慮、孤獨
感、疲倦（冷漠）、無助感、驚嚇、渴念、解脫感、
放鬆、麻木

生理感官知
覺

胃部空虛、胸悶、喉嚨發緊、呼吸急促、肌肉無力、
乏精力（無精打采）、口乾

認知 無法相信、困惑、沉迷於思念、感到逝者仍存在、幻
覺（視、聽）

行為表現 失眠、飲食失常、心不在焉、社會退縮、作夢、逃避
（不提此事／人）、尋覓渴望、嘆氣、坐立不安、哭
泣、緬懷舊物（地）



2-1. 面對死亡或失去重要他人時，一般人
會有哪些反應？

** 從階段論來談 ---哀悼者要經歷某些經驗、
狀態。

代表： Kubler-Ross (1969) 五階段論

(1) 否認 & 隔絕

(2) 憤怒

(3) 討價還價

(4) 沮喪

(5) 接受事實



2-2. 面對死亡或失去重要他人的反應，怎
樣才算正常或不正常？

** 要從影響個體哀悼的因素來理解

（一）失落的對象為何？

（二）依附關係的本質

（三）死亡的形式



2-2. 面對死亡或失去重要他人的反應，怎
樣才算正常或不正常？

** 要從影響個體哀悼的因素來理解

（四）過去的悲傷經驗

（五）個人特質

（六）社會因素

（七）次級(附帶的)失落與伴隨而來的壓力



2-2. 面對死亡或失去重要他人的反應，怎
樣才算正常或不正常？

** 從傷慟因應的雙重歷程模式 (Strobe & Schut, 

1999) 來看待：

1. 哀慟歷程並非是單向與線性發展的

2. 來回於失落反應與復原之間擺動，具有漸

漸由失落導向擺向復原導向的生活特徵



3. 我怎麼知道哪些人是因為失落哀傷未處理
好而有問題的？--- ** 從不正常的悲傷反應與復
原來看

Worden的分類 Rando(1993)的分類

1. 慢性化的悲傷反應 1. 症狀結束不了

2. 延長的悲傷反應

（被禁止的／壓抑的）

2. 延長哀悼

3. 隱抑的哀悼

3. 誇大的悲傷反應

－發生重大精神疾患 (如：憂
鬱、焦慮、恐懼、PTSD)

4. 和扭曲相關的症候群 (ex. extreme 

anger, shameful grief, conflictual 

grief, unexpected grief )

4. 偽裝的悲傷反應

－出現和死者生前的疾病症

狀 (複製的疾病)

5. 診斷的精神或生理疾患

6. 缺乏哀悼

7. 哀悼併發症－死亡



** 根據複雜性哀傷診斷準則
(Zhang, El-Jawahri, & Prigerson, 2006)來判斷

準則A    1. 思念、不斷想起死者身影、渴望與死者重逢
2. 思念頻率：過去這幾個月，至少每天處於痛苦或崩潰狀態

準則B   過去這幾個月，下列八項中須符合四項以上，且症狀須是
明顯、強烈或令其無法招架：

1. 有困難接受死亡之事實(不相信)

2. 難以再相信他人
3. 對於死極度痛苦或感到憤怒
4. 無法繼續過原來自己的生活(有困難建立新的關係)

5. 感到麻木或人際疏離
6. 因為沒有死者而感到人生空虛、無意義
7. 對未來失去目標或感到茫然
8. 情緒起伏不定或坐立難安
準則C    症狀導致其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功能受到顯著損
準則D    症狀持續至少六個月



危機或傷害事件(包括喪親、父母離婚、天災、
意外、受虐…)

→ 失落與哀傷(主要失落與附帶的失落)

→ 哀傷沒有處理

創傷 → 複雜的哀傷

→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 複雜的哀傷

4. 哀傷跟創傷一樣嗎？



5. 我可以怎麼跟學生談論死亡？

** 老師的基本態度：

1. 接納而不視其反應為理所當然

2. 關心而不緊迫盯人地挖掘

3. 等待而不消極被動

4. 包容而不縱容偏袒

5. 打氣而不是要求期待

6. 清楚並覺察自己個人對死亡的經驗以及對
生命所抱持的價值觀



** 注意面對哀傷之個體的用語2

請不要說： 請試著這麼說(做)：

你要堅強！不要再難過了！
人死不能復生…

你難過就盡情地哭吧！沒關係的！

Xx(死者)離開我們了！ Xx死了！因為他(她)的生命結束了！他(她)選擇自
殺… 。

時間久了，你就不會難過！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你一定覺得這樣的難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沒有，
現在的你一定很不好受歐。

你的感受我能了解。 我好擔心你，雖然我無法完全體會到你的感受，
可是我願意聽你說!

一切都會沒事的。 我可以為你做些什麼嗎？請告訴我。

如果我能幫上忙，請儘管
說！

隨時詢問孩子，看看有什麼是他(她)現在需要幫忙
的。

你要是一直不振作， Xx會
對你很失望的。

你因為Xx離開你而感到生氣，你願不願意多告訴
我一些你對Xx死亡的感受？



6. 鼓勵學生表達他的哀傷和哭泣，會不會
反而增強，並延誤他的調適？

** 把握失落與悲傷輔導的原則

1. 人的情緒感受要先被接納，其他勸說和提醒才能入

心

2. 人感受到安全與支持，才會產生力量，舉足前進

3. 給予允許，建立關係與信靠，要求和期許才能生效

4. 當學生無法站起來時，留意並評估影響其復原的因

素，提供其所需的協助



7. 面對學生的哀傷失落問題，什麼是我最
該為他們做的？

** 把握階段性的目標

(一) 預防時期：了解死亡與自我保護(生命教
育的重點) 

(二) 急性期：哀悼失落(悲傷諮商的介入) 



7. 面對學生的哀傷失落問題，什麼是我最
該為他們做的？

** 學習並善用班級輔導的介入方法：

1. 運用自己的經驗，真誠分享

2. 小組關懷活動

3. 書寫與敘說的使用

4. 影片、繪本欣賞與心得分享



7. 面對學生的哀傷失落問題，什麼是我最
該為他們做的？

**提供復原妙方：

(1) Can可以有自己復原的步調與時間 ---整合性的模式

(2) Own擁有傾訴或表達自己悲傷的權利

(3) Use使用各式各樣的資源或宗教儀式

(4) Re-experience再次體驗自己的悲傷、失落或其他更深的情

緒

(5) Adjust調整自己的生活

(6) Get找到支持的對象與新的連結

(7) Express表達出自己的經驗，並為這樣的經驗賦予意義



7. 面對學生的哀傷失落問題，什麼是我最
該為他們做的？

** 相關資源的引入與合作

1. 家長或照顧者的懇談

2. 同儕的關懷網絡與支持

3. 學校各處室的連結資源

4. 社區鄰里的守望相助

5. 社會福利資源的介紹與申請

6. 心理醫療的協助(轉介) 



7. 面對學生的哀傷失落問題，什麼是我最
該為他們做的？

** 把握階段性的目標

(一) 預防時期：了解死亡與自我保護(生命教育的重點) 

(二) 急性期：哀悼失落(悲傷諮商的介入)

(三) 復原後期：

1. 接受失落的事實並且建構失落的意義

2. 投注於新的生活重心與關係

3. 形成新的個人認同

4. 發展並追求符應於發展階段或生命的目標



7. 面對學生的哀傷失落問題，什麼是我最
該為他們做的？

(三) 復原後期：

4. 發展並追求符應於發展階段或生命的
目標 ---從建立死亡的正確態度來談

(1)思維死理 --- 人決定會死；死無定期；死
時除法(信仰)而外，餘皆無益

(2)培養積極造善業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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